
 
 

「彰銀珍饡 美食饗宴」合作餐廳及分店一覽表 

ㄧ風堂 網址：http://www.ippudo.com.tw/ 

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

中山本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 85號 1樓 

 ( 近捷運中山站 ) 

(02)2562-9222 

信義三越 

A8店 

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12號 B1 

 ( 近捷運市政府站 ) 

(02)2725-1222 

微風 

台北車站店 

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 3號 2樓  

( 位於台北車站 2樓「微風台北車站」

內，近南一門手扶梯 ) 

(02)2370-9222 

EXPRESS 

微風南山店 

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7號 B2 

 ( 微風南山 B2 ) 

(02)2723-1911 

微風中研院店 

(已歇業) 

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號 1樓 

( 學術活動中心 ) 

(02)2783-1355 

漢神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號 B1 

 ( 近捷運巨蛋站或左營火車站 ) 

(07)522-7222 

桃園高鐵店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北路一段 6號 

 ( 桃園高鐵站八號出口 ) 

(03)261-3220 

EXPRESS 

新竹巨城店 

新竹市東區中央路 229號 4樓 

 ( 新竹巨城購物中心四樓 ) 

(03)531-1822 

台中 

三越中港店 

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301號 10樓 

( 台中新光三越 10 樓 ) 

(04)2259-9122 

台中 

秀泰文心店 

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 289號 6樓 

 ( 秀泰生活台中文心店 6樓 ) 

(04)2472-5066 

台中高鐵店 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 8號 (04)3600-7180 

台南西門店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58之 1號 B2 

( 新天地二館 - 台南小西門 ) 

(06)214-1222 

台南高鐵店 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大道 100號 (06)6000650 

大魯閣 

草衙道店 

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 1之 1號  

( 草衙道捷運站 2號出口，大魯閣草衙道

購物中心：大道東 3F- E13出口 ) 

(07)791-1733 

EXPRESS 

漢神名店 

高雄市成功一路 266號 (07)215-1810 

 

銀座杏子 

日式豬排 

網址：http:// www.ikingza.com/ 

餐廳名稱 地址 電話 



 
 

北車微風店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 3號 2樓 (02)2375-5866 

台北凱撒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38 號 (02)2311-2389 

新店京站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 157 號 5F 

 (美河市) 

(02)8913-7758 

內湖

CITYLINK店 

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 4 段 188 號 2F (02)2792-5939 

樹林秀泰店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 40-6 號 7 樓 (02)2675-2799 

土城 

日月光店 

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二段 210 號 1 樓 (02)2265-6229 

台北京站店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１號 1號 4樓 (02)2558-6878 

板橋環球店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7號 B1 (02)8965-8689 

微風信義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68號 4樓 (02)2725-3339 

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 748號 2樓 (02)2276-9169 

微風南京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337號 B2 (02)2717-3556 

信義威秀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20號 2Ｆ (02)2722-3188 

桃園統領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61 號 5 樓 (03)335-0557 

新竹 

大魯閣店 

新竹市北區湳雅街 91-2 號 1 樓 

（大魯閣湳雅廣場） 

(03)533-7189 

桃園廣豐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728 號 1 樓 (03)361-3159 

台中秀泰店 台中市東區南京路 76 號 

(秀泰影城 S1 館 2 樓) 

(04)2213-7989 

廣三 SOGO店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 2 段 459 號 14 樓 (04)2322-5189 

文心 

家樂福店 

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521 號 (04)2258-9377 

台南西門店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58號 B2 (06)303-1338 

高雄 

夢時代店 

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 B1 (07)822-5399 

高雄 SOGO店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7 號 B2 (07)331-3589 

 

赤鬼炙燒牛排 網址：http://akaonisteak.com/ 

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

台灣大道店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170號 (04)2206-0078 

崇德店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603號 (04)2242-9933 

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1號 (04)2452-7277 

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德芳南路 212號 (04)2483-3908 

員林店 彰化縣埔心鄉員林大道七段 500號 

（員林大道七段、一段、與中山路交叉口） 

(04)839-5018 



 
 

高雄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318號 (07)5568-895 

   

京都勝牛 網址：http://kyoto-katsugyu.com.tw/ 

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

信義新光 

A11店 

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11號 B2 (02) 2722-7669 

台北京站店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 1號 B3 (02) 2556-0558 

新竹巨城店 新竹市中央路 229號 7樓 (03) 515-3088 

桃園台茂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 112 號 5樓 (03) 322-2268 

高雄 

漢神巨蛋店 

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號 4F (07) 550-2226 

 

高雄 

夢時代店 

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-B1美食街 (07) 821-5859 

 

   

異人館 網址：https://www.ezkon.com.tw// 

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

集賢店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402號 

（樂頤飯店 1、2F） 

(02)8281-6596 

竹北店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南路 180號 1F商場 E (03)667-0650 

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 381號 (04)2485-4757 

東海店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086號 (04)2463-8992 

沙鹿店 台中市沙鹿區光華路 463號 (04)2662-3042 

軍福店 台中市北屯區和順路 378號 (04)2436-4840 

永春店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七路 667號 (04)2389-1405 

漢口店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 72-3號 (04)2291-4992 

豐原店 台中市豐原區自強南街 36號 (04)2529-7750 

東英店 台中市東區東英路 522號 (04)2213-4121 

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興路 68號 (049)232-3439 

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信義路 1029號 2樓 

(家樂福內) 

(049)291-9985 

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 130號 (05)535-1909 

嘉雅店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 563之 3號 (05)276-2137 

鹽行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 92號 (06)243-4858 

新仁店 台南市仁德區大同路 3段 755號 (06)290-2611 

市府店 台南市永華路一段 313號 (06)299-5055 

崑山店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 1098號 (06)205-9253 

新營店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 126之 2號 (06)632-7685 



 
 

中華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770號 (06)302-6325 

裕平店 台南市裕平路 15號 (06)331-6751 

成大店 台南市勝利路 118號 (06)208-9023 

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 82號 (07)624-0932 

高中店 高雄市中華五路 1111號 (07)536-6322 

藍田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 288號 (07)591-0979 

愛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河東路 356號 2樓 (07)281-0021 

曾子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 452號 (07)341-4097 

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 849號 (07)392-5647 

赤仁店 高雄市仁武區赤仁路 192號 (07)374-8041 

清豐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三路 200號 (07)353-8644 

 

高雄翰品酒店 網址：https://www.chateaudechine.com/ 

餐廳名稱 地址 電話 

怡情軒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43號 1樓 (07)561-4688 

品日料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43號 1樓 (07)533-1644 

(07)561-4688 

分機 3232 

港都茶樓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43號 3樓 (07)533-1788 

(07)561-4688 

分機 3227、

3228 

 

寬心園 網址：http://www.easyhouse.tw/ 

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

台北安和店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345巷 4弄 51號

(近安和路一段 33巷口) 

(02)2721-8326 

台中 

文心公益店 

台中市文心路一段 435號 

(公益路上近文心路口) 

(04)2251-6182 

高雄 

愛河明誠店 

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 372號 2樓 (07)556-2679 

 

台中林酒店 網址：https://www.thelin.com.tw/ 

餐廳名稱 地址 電話 

LV森林百匯 
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 99號 L樓 

(台灣大道路口) 
(04)2255-5555 奇鮮日料 

林酒廊 



 
 

台北國賓 

大飯店 

網址：https://www.ambassador-hotels.com/tc/taipei 

餐廳名稱 地址 電話 

國賓粵菜館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63號 2樓 (02)2551-1111  

分機 2370 

 

台北老爺酒店 網址：http://www.royal-taipei.com.tw/ 

餐廳名稱 地址 電話 

明宮粵菜廳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37之一號 3樓 (02)2542-3299 

分機 318 

中山日本料理

廳 

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37之一號 2樓 (02)2542-3299 

分機 328 

LeCaf'e 

咖啡廳 

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37之一號 2樓 (02)2542-3299 

分機 374 

 


